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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股申购
中泰桥梁
申购代码：002659
发行价格：10.10元/股
发行市盈率：21.4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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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数量上限：3.1万股
总发行股数：39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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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独立董
事”，就是对上市公司事务做出独立
判断的董事。不过，近年来，独董似
乎成了不少教授、学者、企业高管，
抑或是退休官员的兼职。近日，旭飞
投资（ 000526）在董事会上审议通
过了提名王晓滨女士为公司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这桩看似再普通
不过的董事会议案，却因该独董候
选人身兼16个重要职位而一时成为
焦点。而这样的一则聘任决定，也让
旭飞投资收到了一份来自深交所的

“ 特别关照”；至于独董候选人王晓
滨，也很有可能成为“ 史上最忙”的
一位独董了。

独董候选人兼职太多引关注
公开资料显示，王晓滨现年46

岁，系高能资本创始人及董事长，厦
门大学计算机学士、心理学硕士、投
资银行学博士，2002年通过独董培
训取得任职资格。王晓滨目前在两
家日常运营性公司、6家基金类公
司、4家被投资参股企业、4家无日常

经营的平台类公司同时任职。而偏
偏旭飞投资就是“ 看中”了这位有
着“ 三头六臂”的高学历女性，这让
不少投资者感叹：“ 选择这样一位
大忙人做公司的独立董事，到底靠
谱吗？”

值得注意的是，旭飞科技的这
一行为不仅仅让投资者感到“ 哗
然”，还一举“ 惊动”了深交所。昨
日，旭飞投资发布公告称，2月22日，
公司收到了深交所送达的《 关于对
王晓滨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提请关注
函》。深交所认为，王晓滨女士任职
单位过多，且主要担任董事长、主任
及执行合伙人等职务。因此，深交所
对王晓滨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履行独立董事一职并勤勉尽责，
表示关注。

旭飞“ 情有独钟”不动摇
然而，面对深交所的担忧，旭飞

投资的反应倒是相当“ 笃定”。公司
在昨日的公告中指出，王晓滨作为
资深的投资专家，熟悉资本市场，在

公司治理、投资管理等方面都具有
丰富经验。此外，王晓滨的主要生活
和工作地在厦门和上海，这对于在
公司开展工作也较为便利。王晓滨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具有突出的专业
优势和地缘优势，同时也有利于完
善公司董事会的结构。旭飞投资在
公告最后特别强调，公司认为王晓
滨女士无论是在时间、精力、专业经
验还是业务能力上，都能保证其履
行独立董事勤勉尽职的职责。

事实上，旭飞投资在聘用高管
问题上并非“ 如鱼得水”。资料显
示，公司在上市18年的时间里，更换
董秘的次数就多达13次。而在近3年
里，公司便经历了5任董秘的更换。
益盟操盘手研究所的分析师告诉记
者，“ 多年来，旭飞科技就一直奋战
在保壳的第一线上，公司已经连续3
年出现在了深交所的信息披露考核
不合格企业名单中。虽然近年来，公
司的业绩有所好转，但旭飞科技高
管职位频频更替，不利于公司的经
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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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买卖气
主力
持仓

主力
增减

主力
连红

丹甫股份 -36.86 265.36 -5.27 -1

环旭电子 -11.22 478.02 -4.26 -1

东吴证券 -19.98 374.28 -3.98 -3

凤凰传媒 -17.41 337.87 -3.12 -3

大通燃气 -30.73 488.65 -2.52 -1

先河环保 -13.14 439.42 -2.24 -2

齐心文具 -19.83 449.50 -2.19 -1

天舟文化 -15.99 498.20 -2.13 -2

中珠控股 -10.37 476.18 -1.86 -1

湖南海利 -20.00 390.56 -1.83 -1

名称 买卖气
主力
持仓

主力
增减

主力
连红

吴通通讯 15.02 445.53 7.53 2

共达电声 20.75 435.06 6.50 1

国民技术 33.77 393.82 5.96 2

奥维通信 38.61 519.94 5.26 1

汇冠股份 17.47 457.28 4.86 1

金路集团 36.65 357.32 3.56 1

万润科技 10.06 439.04 3.52 1

深华发! 34.08 371.29 2.90 1

南洋科技 14.54 309.68 2.79 2

超声电子 16.99 470.61 2.37 1

旭飞投资拟聘独立董事身兼16职
投资者质疑“ 不靠谱” 深交所表示“ 很关注”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以险、奇、
美、秀著称的玉龙雪山，每年都能吸
引大批的旅游爱好者。早在去年5月，
丽江旅游就试图“ 做大”这块肥肉，
申请提高玉龙索道的门票价，提价幅
度为33.33%。近日，因有媒体报道

“ 丽江旅游索道提价成未来看点”而
使公司于2月29日被迫停牌。昨日，针
对媒体报道的文章内容，丽江旅游出
具了澄清公告，公司表示，至今仍未
收到提价的批复；不过，一旦提价成
功，公司每年的新增净利润有望达到
2000万元。

昨日，丽江旅游发布公告称，公
司已于去年5月15日向有关部门提交
了《 关于调整丽江玉龙雪山旅游索
道客运票价的请示》，申请将玉龙雪
山索道的价格由双程150元/人次提

高到200元/人次。丽江旅游同时表
示，公司目前尚未收到主管部门关于
玉龙雪山索道价格调整的最终批复。

丽江旅游在 昨 日 的 公 告 中 也
“ 毫不吝啬” 地告知广大投资者，如

果索道提价申请获得批准，按照2011
年玉龙雪山索道接待的游客数量计
算，将会为公司新增年收入约2600万
元，新增净利润也有望达到2000万
元。不过，丽江旅游在公告中提醒投
资者，是否能够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
最终批复仍具有不确定性。

此外，从丽江旅游发布的2011年
业绩预报情况来看，公司的经营表现
相当优异。丽江旅游表示，预计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在
1.13亿元—1.18亿元，比上年同期大
增1020%—1070%。

》最新公告

》路演现场

欲上调索道价格

丽江旅游净利或增2000万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与中国
中铁、鸿路钢构的行业类型相似，曾
经承担过上海长江隧桥、鄂东长江
大桥、宁波明州大桥和南京大胜关
大桥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的中泰桥
梁，即将成为国内中小板市场的新
成员。今日，中泰桥梁首次公开发行
3900万股A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
例为25.08%，发行价为每股10.10元。
在昨天举行的网上路演现场，公司

董事长表示，正常情况下，等到募投
项目达产后，公司每年实现的利润
总额将达8144.21万元。

钢材价格波动不会影响盈利
众所周知，在桥梁的建设过程

中，钢材是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在路
演现场，有投资者提问：近年来钢材
价格波动明显，这会对公司的盈利
能力产生多大影响？对此，公司的财
务总监郁征表示，主营业务的毛利
率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钢材价格
的波动对公司盈利能力影响较小。

“ 公司在进行项目投标的同时，便向
供应商对该项目的钢材采购价格进
行了询价，在签订工程合同后，及时
与钢材供应商签订钢材供应合同，
确定钢材价格。因此，由于从项目投
标到原材料采购的时间间隔一般较
短，公司可相对锁定原材料采购价
格，维持较为稳定的毛利空间。”此
外，郁征还表示，虽然近期钢筋混凝
土价格暴涨，但是其并不是桥梁结
构的主要材质，因此该材料的成本

暴涨对公司没有影响。

平安证券做承销让网友担忧
而平安证券作为中泰桥梁的主

承销商，其所承销的多只新股在上
市后均发生了业绩“ 变脸”的情况，
其中包括安利股份、方直科技、瑞丰
高材、巴安水务。因此，昨日有不少
网友担心，中泰桥梁同样由平安证
券做承销，其上市后业绩能否摆脱

“ 变脸厄运”。
对此，平安证券的保荐代表人

张星明称，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市场
宏观环境及企业的经营情况有关。

“ 在过去一段时间，发生了欧债危
机、出口放缓、资金面收窄等外部
宏观环境的较多变化，这些都会对
经营业绩造成影响。中泰桥梁在同
类上市公司中，主要是从事建筑钢
结构工程业务，其在业务结构、工
艺水平、技术难度、工程管理方面
均有优势，我们相信中泰桥梁在上
市后将为广大投资者创造较好的
投资回报。”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虽然3月首
日开门绿，但盛屯矿业（ 600711）、奥
维 通 信 （ 002231）、 共 达 电 声

（ 002655）、万泽股份（ 00534）、华微
电子（ 600360）等个股强势涨停。但晚
间龙虎榜显示，机构们却在对这些涨
停股“ 泼冷水”———逢高大肆出逃。

奥维通信2月29日发布靓丽年报
的同时，也公布了拟实施的高送转预
案。年报显示，奥维通信2011年净利
润同比大增102.54%，公司拟每10股
转增10股派1.5元。该股昨天以15.22
元的价格开盘，10:30左右股价急速
拉升，11:12股价被顶到涨停板上；虽
然午后涨停数次被打开，但依旧以涨
停价收盘，收报16.72元，创出近期股
价新高。晚间的龙虎榜显示，两家机
构疯狂出逃奥维通信，合计卖出金额
达2624.66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近期
表现亮眼的“ 高送转”个股多遭遇机
构抛售，比如，2月28日晚宣布拟每10

股 转 增 10 股 派 1 元 的 齐 心 文 具
（ 002301），虽然2月29日涨停，但却

被4机构抛售了7099.76万元；昨天开
盘股价便下挫，盘中最大跌幅为
3.32%；虽然此后股价回升，但最终收
报13.64元，跌幅为1.59%。

地产板块一扫前日阴霾，昨天行
业指数上涨1.05%；刚刚完成重组的万
泽股份（ 000534）更是强势涨停。万泽
股份前晚曾公布，其注入资产深圳市
万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旗下的鑫
龙海项目，已从工业用地变更成为商
住用地，土地价值约在6.86亿元，相比
2009年的评估暴增近12倍。昨日开盘
仅1分钟，万泽股份便封涨停，但身价
暴增的万泽股份依旧遭遇了众机构
出逃———3机构联手抛售603.66万元。

此外，昨天涨停的盛屯矿业、华
微电子都遭遇两家机构抛售，分别被
卖出117.13万元和602.05万元，共达
电声被1机构卖出173.00万元。

》龙虎榜

机构不待见涨停股
奥维通信被抛售2624万

募投达产 中泰桥梁年利润能达8144万

龚滔 绘


